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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交通发展概述

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，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、城际之间距离也越拉越近、 市民的出行越来越频繁，城市正在发

展城市现代化的交通网络来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竞争力，然而城市交通阻塞、交通事故、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趋恶

化，交通阻塞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。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势在必行，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紧张状况除加速道路基础设施建设、完善道

路网络功能、合理进行交通组织规划外，加速交通管理科学化、现代化建设，实施智能交通系统建设是改善城市道路交通面貌的

必由之路，是城市交通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。

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，通过整合城市路面交通、城市轨道交通、城际交通系统，采用有线通信、无线通信、GIS/GPS、视

频监控、智能控制、信息采集、信息处理等技术，并集成交通指挥调度中心和便民系统于一体的智能交通系统，使城市交通更加

智能化，更加安全、节能、高效率，使城市交通管理可视化、统一化，使城市交通信息服务更加便捷。

基于对网络、存储、安全、云技术等领域的深刻理解和大量积累，华为紧握业界发展趋势，推出了智能交通解决方案，并在

大量的政府交通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形成了良好的客户口碑和品牌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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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为智能交通解决方案

解决方案概述
华为智能交通方案整合了互联网、通信网和物联网，无限延伸智能感知能力，提供基于视频监控系统为基础的城市路面监

控、道路卡口系统、高清卡口监控、公交、出租车监控、测速、移动电子警察、闯红灯电子警察系统，基于物联感知的实时路况

监控与信息发布疏导系统等。华为针对交通行业应用特点而制定的城市路面交通解决方案、高速公路解决方案、轨道交通解决方

案，更细致、更深入的渗透民众需求，帮助优化城市交通基础设施，缓解交通瓶颈；最大程度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效能，提高交

通运输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；为公众提供高效、安全、便捷、舒适的出行服务。

城市智能交通打造一个统一平台，设立城市交通数据中心，构建三张基础网络，通过分层建设，达到

平台能力及应用的可成长、可扩充，创造面向未来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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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案亮点

多业务融合、灵活组网

融合通信网、互联网、物联网全面的接入，使城市交通数据 y

采集更全面

扁平化网元设计概念，提供对前端设备采集的源数据整合， y

GIS、NVS技术强力支撑

专业可靠的传输,支持多级多域架构、可弹性化的多种组网  y

方式

以通信技术、物联技术、自动控制技术、视频检测技术、数 y

据挖掘分析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、云数据工程等有效地综合

运用使城市交通系统可视化、可知化、预防化

统一开放平台

融合信号系统、收费系统、视频系统、地理信息等构建统一 y

城市交通平台

统一分析数据、虚拟化资源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及信息交换 y

采用结构化、模块化、标准化设计，使解决方案适用于各行 y

业的可复制和虚拟化运营

统一开放平台集成行业多样化的业务支撑系统，为各行业提 y

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

ITS

快速的应用能力

统一开放能力

数据统一分析能力

第三方系统集成能力

结构化设应用能力

系统资源共享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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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系列智能应用

智能数据采集：1、视频智能采集：轨道周界防范、人员聚集报警、物品遗留、物品偷盗、人数统计等，2、信号采集：交通控 y

制信号、收费信息数据、告警信号、环境监测信号、GPS/GIS

智能处理：非法车牌告警，闯红灯自动记录、交通态势预测、交通智能诱导、智能收费等智能处理应用 y

平台智能

前端智能

交通智能诱导

便捷

安全

节能

轨道周界防范

非法车辆检测

物品遗留检测

智能收费

违章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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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案应用

城市路面交通解决方案
城市路面交通解决方案包括：

城市交通视频系统：城市路面视频监控系统、高清电子警

察系统、高清电子卡口系统、公交监控系统、出租车监控

城市交通信号系统：交通信号控制系统、交通信息流采集

系统、交通信息诱导系统

城市交通便民系统：统一管理平台、统一发布系统、门户

交互系统

城
市
交
通
管
理
平
台

平台层

应用层

互联层

前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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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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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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闯红灯自动

记录系统

交通态势

分析系统
交通诱导系统 门户交互系统

信息发布平台

M2M能力 GIS能力 数据中心

智能监控 信号控制 便民应用

通信网 互联网 物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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轨道交通解决方案
车站站点监控：车站进出口、电梯出入口、验票出入口、

月台区、售票区、战前广场、咽喉区等重要场所重点高清部

署，遗留物品检查，徘徊人员检测、异常行为检测等智能应用

轨道干线建设：有线网、无线网同一结合为保证区间无缝

覆盖，区间里桥梁、村庄、隧道、涵洞、轨道干线等监控无盲

点监视，每公里设置15米铁塔一座，铁塔的建设采用交叉换位

的方式实现无间隙桥接

列车车厢安全监控建设：

视频监控系统，针对厢门及必要的紧急控制开关进行监控 y

车厢内安装“鱼眼”摄像机或宽广角半球、隐蔽式摄像机， y

以掌握每节车厢内状况，满足乘客安全需求

车厢内实现本地视频储存，同时通过无线网络（HRC， High- y

speed railway Communication ）将影像实时传送至控制中心，

作为车厢停车位置及门位状态的监控

轨道交通需要进行安全监控的重点区域划分为三大场所：

车站站台、轨道干线、列车

铁路安全监控需要

地铁安全监控需要

售票大厅

地铁通风口

咽喉区岔口

列车/车厢

站前广场

控制机房等重点部位

铁路沿线

列车站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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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智能交通管理中心
城市智能交通综合管理中心是在综合运用自动控制、通

信、视频、GIS、GPS等技术的基础上，将交通电视监视、交通

信号控制、GPS车辆定位、122接处警、静态交通管理、交通管

理信息、交通诱导与交通信息发布等系统有机地集成在一起，

通过构建于路面交通、轨道交通、城际交通等的交通应用集成

平台之上的综合管理系统、辅助决策指挥系统，使交通指挥具

有快速准确的交通信息采集、处理、决策、指挥调度的能力

高速公路解决方案
华为高速公路解决方案包括：

高速公路监控系统：高速公路出入口、沿线、收费站、公

路管理局等全方位的监控解决方案，集车辆超速、逆行、违章

调头等违法行驶监测和车牌识别技术应用的统一平台管理

高速公路收费系统：采用MTC与ETC相结合的组合式收

费技术。ETC解决方案：通过路侧单元（RSU）与车载单元

（OBU）的信息交换，自动识别车辆，采用电子支付方式，自

动完成车辆通行费扣除的全自动收费方式

自动栏杆

费额显示器

ETC门架

ETC天线（RSU)

车型分类系统

OBU

线圈检测器
智能车牌识别

车道控制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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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案例

厄瓜多尔城市安全和交通监控

客户痛点：

厄国交通混乱，车辆违章情况日益严重，厄瓜多尔国家警察 y

局希望建设一套覆盖全国的安全监控及交通管控系统 

华为方案：

华为建设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并提供Turnkey服务，摄像头覆盖 y

厄国交通要塞

采用集中式组网,一期容量1000路。并提供入侵检测、路径检 y

测、物品遗留等事件分析功能，同时为主要交通路段提供车

牌识别业务

客户价值：

为厄国交管人员提供实时的道路交通直观状况，提高国家对 y

交通要塞的远程管控能力

主动发现交通违章和城市安全相关的可疑情况，提高检测准 y

确率，增强交通事故和违章案件的取证手段，有效降低城市

交通违章案件的案发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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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尔代夫智能交通项目

客户痛点：

交通机动车包括摩托车数量不断增长,交通违章现象剧增，交 y

通事故多发；机动车超速现象严重，民众意见大

信号控制系统陈旧，不具备联网协调控制功能，配置策略单 y

一化

信息孤岛，交通数据缺少共享通道 y

华为方案：

华为建设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并提供高清电子警察、联网智能 y

信号控制、超速抓拍、智能交通管理平台

配合马尔代夫政府制定“智慧马尔代夫”的5年计划，在智 y

能交通层面得以开展

客户价值：

提高现有路网的利用率  y

增强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 y

减轻警员的劳动强度  y

提升路网参与者的体验度 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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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指挥中心

客户痛点：

交通需求量大、交通情况混乱、民众对政府交通管理不满意 y

政府建立多项措施，建立各种系统，但系统不能完全发挥  y

作用

华为方案：

以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为核心，集成平台、指挥调度、特勤任 y

务管理、信号控制系统、流量采集、监控、122接处警、警

车警员GPS定位等系统及外场设备

规模大，涉及面广，系统架构合理，扩展性强，运行稳定 y

客户价值：

及时通信、信息共享 y

系统预案联动、快速响应等系统功能，为比赛的城市交通安 y

全有序地进行，提供有力的支撑

为广州亚运提供有力保障 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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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责声明

本文档可能含有预测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未来的财务、运营、

产品系列、新技术等信息。由于实践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，可

能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测信息有很大的差别。因此，本文当信息仅

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诺。华为可能不经通知修改上述信息，

恕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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